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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菏泽市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和水资源管理控制目标,针对菏泽市水资
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考虑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用水需求,对菏泽市水资源承载状况和水资源超载特
征及成因进行分析,提出菏泽市水资源管控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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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231375万m 。近三年供用水基本平衡,

不超载：水量、水质要素均不超载。

菏泽市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地处东经

从供水结构看,地下水供水量占总供水

2 水资源超载特征及成因分析

114°48′至116°24′,北纬34°52′至

量的53.7%,地表水(含引黄)供水量占总

根据菏泽市水资源承载状况评价成

35°52′。东南部与江苏省丰县、安徽省

供水量的45.3%。从用水情况看,农田灌

果,菏泽市整体承载状况为临界,水资源

砀山县为邻,南部和西部与河南省商丘、

溉是用水大户,占总用水量的70.8%。

临界和超载状况不容乐观。据分析,菏泽

开封、濮阳地市毗连；北部隔黄河与本省

1 水资源承载状况评价

市水资源临界或超载的根本原因是,随

在基础资料收集整理与复核分析、

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不合理的经济

157km,东西宽140km,土地面积12238km 。

菏泽市水资源承载能力与承载负荷进行

发展方式和用水模式造成水资源的无节

根据第二次全国水资源调查评价山

严格核算的基础上,本次水资源承载能

制大量取用和严重浪费,引起的地下水

力评价采用实物量指标进行单因素评价,

超采、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等生态环境问

评价方法为对照各实物量指标度量标准

题,已经严重影响并将持续影响地表和

直接判断其承载状况。

地下产流,进而影响到水资源总量的持

聊城市相望,东部与济宁市接壤。南北长
2

东省成果,菏泽市多年平均地表径流深
3

50.8mm,径流量6.21亿m ,地下水资源量
3

16.7亿m ,扣除重复计算量后,水资源总
3

1.1水量要素评价。根据现状年用水

续减少,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量的

2

总量、地下水开采量等,进行水量要素评

持续增加和水资源总量的持续偏少的不

价,划分重超载、超载、临界状态、不超

良循环。加之近年废污水排放量迅速增

载的区域范围。

加,尽管污水处理能力有了较大增长但

量为20.61亿m ,地下水 可开 采模数为
3

12.5万m /a.km 。
菏泽市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与降水量的
时空分布一致。受季风气候影响,菏泽市降
水量年内分布极不均匀,大部分地区降水

根据山东省菏泽市水量要素指标和

量集中在汛期,汛期四个月降雨量约占全

现状2015年评价口径用水量,得出水量

年的70%。并且降水量年际变化也很大,最

要素评价结果见表2.1。

仍低于污水排放量的增加速度,影响到
区域水环境污染状况的持续好转。
所以,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菏泽市

大年份降水量是最小年份的2.83倍。由于

1.2水质要素评价。根据水质要素评

经济发展模式和用水方式的转变,菏泽市

受地理位置、大气环流等因素影响,菏泽市

价标准,对菏泽市进行水质要素评价,划

水资源承载状况的演变趋势将持续向差。

的降水区域分布不均,降水量在地区上的

定严重超载、超载、临界状态、不超载。

分布总体是南部大于北部,东部大于西部。
菏泽市近三年平均农田灌溉用水量
3

根据现状年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污染
物入河量等,进行水质要素评价见表2.2。

3 水资源管控建议
3.1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为加强节
约用水管理,科学合理利用水资源,建设

3

1.3综合评价。根据水量、水质要素

节水型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工业用水量13795万m ,城镇公共用水量

评价结果,评价水资源承载状况,判别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
《山东省节

准如下：

约用水办法》、建设部《城市节约用水管

163783万m ,林牧渔畜用水量24090万m ,
3

3

3

3077万m ,居民生活用水量21852万m ,
3

生态环境用水量4779万m 。总用水量
3

231375万m 。近三年平均地表水源供水
3

量103875万m ,地下水源供水量123004
3

3

万m ,其他水源供水量2343万m 。总供水
122

(1)严重超载：水量、水质要素任一

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我市

要素为严重超载。(2)超载：水量、水质

实际,贯彻实施《菏泽市节约用水管理办

要素任一要素为超载。(3)临界状态：水

法》(菏泽市人民政府令第8号),全面推进

量、水质要素任一要素为临界状态。(4)

节水型社会,大力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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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行政分区水量要素评价

动态评估制度,确保水资源承载能力指

表 2.1
用水总
行政分
区

用水总量
3
W(万 m )

量指标
W0(万
m 3)

菏泽市

220580

245500

W/W0

0.90

地下水开
采量指标

地下水开采
3
量 G(万 m )

承载状况

临界

标阈值的时效性。
G/G0

承载状
况

水量要
素评价

0.86

不超载

临界

3

G0(万 m )

110202

127500

预警平台。建议以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

菏泽市水质要素评价成果表(2015 年)

水量、水位、水质等信息采集工作机制,

水功能区

菏泽市

建设体系为依托,建立水资源监督监测
网络,进一步健全完善市、县区域水资源

表 2.2

地级行政区

建立统一的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

个数

水质达标
率 Q(%)

水质达标率控
制指标 Q0(%)

15

60

60

Q/Q0

1

COD 超排

氨氮超排程

程度 P/P0

度 P/P0

0.59

0.53

评价等级

充分运用本次成果,建立水资源承载能
力动态数据库和预警系统。深入研究不

不超载

同时期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水资源承
载能力、水环境影响及其空间特征,使水

菏泽市水资源承载状况评价成果表(2015 年)
表 2.3

资源承载能力的动态特征在监测、预警

水资源一级区

水资源二级区

水资源三级区

县级行政区

水量要素评介

水质要素评价

评价等级

淮河

沂沭泗河

湖西区

全市

临界

不超载

临界

过程中充分体现。
制定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技术

3.2控制经济社会发展布局、规模和

河湖库水功能区基本实现达标,水功能区

规范,完善水资源预警指标及标准。通过

产业结构。针对菏泽市区域产业结构和规

水质达标率提高到95%以上。为实现以上

法律、法规、条例、规范、标准等明确

模与水资源承载能力不相适应的状况,分

目标,制定污染物入河控制量方案。

规定水资源承载能力的监测指标与监测

析经济社会主要超载负荷和调整可能,研

3.5推进水生态修复与保护。水生态

频次,明确预警发布单位、响应实施单位

究提出合理的经济发展布局、规模和产业

保护与生态修复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实

与监管部门,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水资

结构建议,减少经济社会用水与污染负荷。

施南水北调、节水治污、水资源优化配

源承载能力监测评价提供支撑,为各级

3.3统筹水资源配置。菏泽市水资源

置、水土保持以及水资源统一管理等措

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配置总体设计思路为：近期主要依托现

施,提高水资源承载力和水环境承载能

建立与当地政府和规划部门协调机

有地表、地下水源及平原水库进行配置；

力,统筹协调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将

制。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做好同级水资源

中、远期以现供水工程为骨干,辅之以再

生态用水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改善

承载能力评价监测预警成果推广运用,

生水利用工程等非常规水源及外调水进

水体连通功能为关键,以提高水质净化

与当地规划及政府部门建立长期的联动

行水源配置。在保障合理生态用水的前

功能为重点,以修复生境维持功能为根

机制,监测预警成果需要征求当地政府

提下,按照充分利用本地地表水、适度开

本,兼顾改善景观环境功能。到2015年河

意见,与其它行业资源环境成果协调,加

采地下水、加大非常规水利用、提高水

流生态功能得到一定修复；到2020年河

强本成果应用的效力和对当地经济发展

循环利用水平、合理增加外调水的原则,

流生态功能得到基本修复；到2030年流

的水资源约束。

为了解决现状地下水工程取水挤占河道

域河流生态达到良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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